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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仵作行人”这个名称，大约
始于五代，五代时的仵作，充其
量只能算兼职的临时工，本身还
有其他职业，比如殡葬业。五代
的仵作，有“内”“外”之别。外仵
作是“孝丧之家”处理丧葬事宜、
搬运尸体的民间仵作，内仵作是
从外仵作中经由官员选拔、受官
方认可的有验尸经验的人。内仵
作的任命，不是什么官员都有资
格做的，县一级的官员还不够
格，至少得太守的级别。

到宋朝和元朝，仵作都还不
是官府的固定职工，他们的本职
工作要么是给人送葬，要么是棺

材铺卖棺材的，或者还有屠夫，官
府有事才会征召他们。宋代仵作
有时也会称作“团头”，如《水浒
传》中，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王
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紧，地方
上团头何九叔，他是个精细的人，
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

元代王与的《无冤录》上说：
“其仵作行人南方多系屠宰之
家，不思人命至重，暗受凶首或
事主情嘱，捏合尸伤供报。”因此
元代的件作行人，有时也会称作

“屠行”。
明朝法律将“倡、优、隶、卒”

定为“贱役”，妓女、伶人、官府杂

役、狱卒、捕快、仵作、刽子手等，
都在“贱役”之列，本身及其三代
以内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或
出任官职。民间也因推崇儒家，
将正常的验尸视为亵渎尸体的
人为数不少。

仵作摆脱临时工成为官府
的正式雇员，拿固定工资，这是
清朝才开始的事。清朝每个县都
必须配备仵作，大县三名，中县
二名，小县一名。除此之外，视情
况还可以“再募一、二人，令其跟
随学习，预备顶补。”“额设仵作
病故、革退,即以额外仵作顶补，
再行考募学习之人。”

待遇上去了，那么官府对仵
作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之前宋
朝仵作，验看尸体，只需对着“检
验正背人形图”核报伤痕。到了
清朝这里，仵作就有一本官方手
册做为参照物，“发《洗冤录》一
部，选委明白刑书一人，与仵作
逐细讲解”，每年提考一次，“令
每人讲解《洗冤录》一节，如果讲
解明白，当堂从优给赏；倘讲解
悖谬，即分明责革，饬令勒限学
习及另募充补。”这里所说的《洗
冤录》是康熙年间颁布的《律例
馆校正洗冤录》。

除了每年的考核，本职工作
突出的清朝仵作另外有赏，相应
地，光拿钱不办事或者受贿随意
更改检验结果也要受罚。

据《国家人文历史》

邓锡侯是中华民国陆军二
级上将、爱国人士、军事家，也
是著名抗日将领。1889 年（清光
绪十五年）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回
龙场一农家，八岁丧母，十岁丧
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长，
1937 年邓锡侯主动请缨率领第
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日，抗战胜
利后在川军指挥官内被视为领
袖。1949 年 12 月 9 日在彭县率
部通电起义。

1915 年，锡侯已在川军刘存
厚部任营长，与蔡锷率领的滇黔
军一起，同袁世凯的北洋军曹
锟、张敬尧等部作战。时年 2 6
岁，血气方刚，身先士卒，作战勇
敢，击败了北洋军的进攻，受到
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的当面嘉奖。
在此期间，朱德率部随蔡军回到
四川，两人一见如故，十分要好。

1937 年 11 月 6 日，在山西前
线太原附近的南畔村，由于阎锡
山已撤退的消息未通知他，致使
他陷入敌包围。突围时，邓乘马坠
入沟内，脚受伤不能走动，由士兵
和副官背着冲出重围，后经卫队
和八路军游击队掩护才脱险，一
路上吃喂军马的胡豆充饥，受尽
艰辛。后来每年 11 月 6 日这天，
全家举行宴会，以示纪念。

邓锡侯脱险后，奉命在山西
洪洞县整顿部队，恰好八路军总
部也在县城东关外一个村庄，两
军相距甚近。他与老友朱总久别
重逢，格外亲切。从此，邓锡侯经
常与朱总司令会晤、交谈。他还
多次请朱总给二十二集团军团
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使川军
将士大受启发，增强了抗日杀敌
的信心。八路军与川军还经常开

展联欢活动，增强了两军的团结
和友谊。

事后，他奉命调往鲁南参加
保卫徐州和台儿庄战役，临行
时，朱总赠他战马一匹，以示永
不下马，抗日到底。他曾派部属
张鹏翼等到延安“抗大”学习。

邓锡侯除了在抗日前线与
朱总司令交往外，还与别的中共
领导人接触，受益不浅。1937 年
他率军刚抵山西前线，连山西军
用作战地图都没有，正在焦急
时，周恩来亲自带来了平型关缴
获的日本军用地图送给他，他大
为感动地说：“患难见知己。”从
此对周恩来十分敬重。抗战期
间，周恩来有一次路过四川，他
特命交际科长马某以私人客人
的身份送周一程，以保安全。

据《将领讲述·川军抗战》

“火箭”在中国的历史
中，很早就出现了，不过囿于
当时的技术，古时的火箭大
多用于战场。

北宋是火药和火器用于
战场的较早时期。在北宋以
前，五代末期可能有的地区
开始使用火药，并制出初期
的火器。北宋初期，由于作战
的需要，统治者对兵器制造
极为重视。除常规武器外，当
时的火器主要是靠弓弩发射
的火药纵火箭和靠抛石机投
出的各类火球(火药包)。除了
制造火药武器，北宋还设“广
备攻城作”，管理火药、猛火
油等多个作坊。

南宋时期，特别是 12 世
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军用
火箭。当时，由于宋朝迁都，
汴京等地的一些火药、火器
作坊和工匠被金朝军队占
有，金军反过来利用火药攻
打南宋。此后，蒙古人消灭了
金朝，蒙古军队也掌握了火
器技术。

在十二、十三世纪，南
宋、金和蒙古三个政权相互
交战，彼此都使用火器。当时
的一些主要战场上，总是硝
烟弥漫、火光冲天。

据史料记载，1161 年，金
朝皇帝完颜亮率水军在采石
镇(今安徽省当涂北)附近的
长江江面上与南宋大将虞允
文指挥的水军发生激战。完
颜亮在岸北先行抢渡，不料
采石的军民在虞允文的指挥
下，奋力应战。宋军将抵至南
岸的金军船队七十艘拦腰切
断，用轻快战船冲击敌舟，使
其沉没。宋军还从船上发射
霹雳炮，致使对方伤亡很大。

这种武器由纸筒做成，
内置发射药和爆药，并混有
石灰屑。药线点燃后，燃烧喷
出火焰，借反作用推力将武
器射向敌舟，然后引燃炸药，
纸筒炸裂后，石灰散发出大
量的烟雾，使金军睁不开眼。
宋军趁乱火烧其余敌船，射
杀有生力量，取得采石大捷。
这种霹雳炮落到江面时，还
可在水面上爆炸，这种武器
实际上是火箭弹。

据《北京晚报》

古代“法医”仵作的来历

邓锡侯与中共领导人的友谊
1928 年冬一个下雪的星期

日，蒋介石早起到军校视察，发现
只有汤恩伯带着军校学生在跑
步，蒋看到后很高兴，破格升他为
少将旅长。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
又听说汤恩伯经常自己背一支冲
锋枪到前线同士兵一起同甘共
苦。蒋介石对汤恩伯的表现非常
满意，1931 年，汤恩伯调任嫡系部
队国民党军二师师长。

1931 年，蒋介石对鄂豫皖
红军根据地发动“围剿”。汤恩
伯的国民党军二师企图以商
城、潢川地区为阵地，构成一条
隔离地带，以便于在“围剿”中
各个击破红军。1932 年元月中
旬，由徐向前率红四军的 3 个师
北进，同时皖西的红二十五军
七十三师西进，以便集中力量，
突破“围剿”。

1 月 19 日，红军在徐向前
的指挥下发起攻势。汤恩伯率
国民党军二师仓皇逃往潢川，
红军鉴于商城城坚难破，而国
民党军二师等部队尚未遭受重
创，遂决定“围点打援”，对商城
围而不取，伺机在商潢公路附
近运动歼灭来援之敌。

2 月 7 日，国民党军二师等
部出动 19 个团，向红军进攻，意
在解商城之围。结果在第二天
上午被红军包围。国民党军第
二师依仗武器精良优势发起进
攻，激战至下午，汤恩伯的第二
师指挥部被红军迂回包围，于
是率先后撤，导致军心动摇，全
线溃退，被红军一直追到潢川
附近，全师大部被歼。蒋介石一
气之下，解除了汤恩伯的师长
职务。 据《人民政协报》

汤恩伯兵败被蒋介石撤职

190 年，西太后从西安回北
京时，曾经换乘了一段火车返
城。慈禧的这辆火车在民国时代
还完整如新地保存在正阳门西
车站，当时被称为“花车”。

在专列上，有四节车厢为厨
房，一节专为切菜工准备，大约
有二十人，据说切菜工还会在车
上发豆芽；一节车厢专门用来放
炉子，这些炉子用全白的陶瓷制
成，它们在车厢里一个接一个排
成两列，用的是煤球。每个炉子
由三位厨师“掌控”，一位只负责
生火，另外两位为大厨和二厨，
负责烧菜。

食材大多在宫中就准备妥
当，因为场地有限，火车上御厨
们也发明了许多新兴食物，比如

鸡肉用酱油和香料拌匀后做成
的香肠，肠衣用的是鸭肠子———
这大约也是为了迎合太后爱吃
鸭子的癖好。也有当地官员进献
的新鲜食材，比如到丰台时，地
方上就进献了白河鲫鱼，慈禧

“夹了一块尝了一下，表示很满
意，就命令再送回厨房，把鱼刺
去掉，鱼肉剁碎，加入适量的豆
腐一起煮”。吃完鲫鱼的慈禧甚
至用鱼鳃下面的扇形软骨做了
占卜，传说把骨头弄立起来，就
能交好运。这位老佛爷扔了几次
都不成功，非常失望。

太后吃饭的时候，火车必须
停开；做饭的时候火车可以开，
但开得很慢，那时候大概没有提
速这一说。 据《看天下》

慈禧太后的火车餐

中国汉代的后妃制度
在封建时代，人们往往是用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形容
帝王在后宫的妻妾。

《礼记》里记载周朝的后妃
制度是：“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
夫人，九嫔，二十七侍妇，八十一
御妻。”意思是，天子有 6 宫娘娘、
3 位夫人、9 位嫔妃、27 位侍妇、
81 位妻子，加起来就有 126 个各
种级别、各种名称的老婆。这是
古代帝王后宫有文字记载可查
的最早的“后妃制度”。

到了汉代，宫廷要选民间之
“良家女”。每年八月是征收“良
家女”的时候，此时朝廷派中大

夫、掖庭丞、相工（宦官）三种官
员，去洛阳周围的乡间，“阅视”
年龄在 13 岁至 20 岁之间的“姿
色端丽”、“合法相”的女子，载回
后宫。后宫再进一步筛选，方能
决定能否陪伴皇帝。

从《汉书·外戚传》中可以看
出其称谓之繁杂，等级之森严：
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
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子、
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
武帝制婕妤、女圣娥、俗华、充依，
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
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
侯王。 据《文史知识》

1942 年 1 月 1 日，由中、美、
英、苏四国领衔的 26 国在华盛
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3
日，蒋介石被联合国家正式推举
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印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号召“不合
作运动”，拒绝支持英国。日本
乘机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

“把英美赶出亚洲”。战火烧到
东南亚，蒋介石通过罗斯福转
告丘吉尔，应该注重“确保印度
与大战期中如何使印度及南洋
各殖民地民族，贡献其人力、物
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惑”。

于是，蒋介石在春节期间
第一次走出国门，参与他国事
务的调停。他确定访问印度目
的五点：劝英印互让合作；劝
印多出兵出力；劝英允印自
治；为将来中印合作打下基
础；宣传三民主义。戴季陶、陈
布雷等人试图劝阻，希望蒋介
石等战略形势好转后再去不
迟，蒋说：“你们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世界上苟能四亿五千
万民族与三亿五千万民族联
合一致，岂非大佳事。”

2 月 9 日，蒋介石抵达印
度新德里，英印当局极力阻扰
其前往孟买见甘地。15 日，正
逢中国旧历除夕，印度总督邀
请蒋介石宴会，转颁英国十字
勋章，随后双方讨论新加坡失
陷后，日军可能的军事动向。

2 月 18 日，甘地到加尔各
答，蒋介石、宋美龄等前往晤

谈，“先道彼此向往之切，继谈
其革命奋斗之经过约一小时
余”。下午再谈，甘地显得比较
冷淡，同情中国抗战，亦不妨
碍英国援华，但对蒋介石提出
的中印共同奋斗，“为两国合
作，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
点，竟置而不答”。蒋介石想要
进一步说服甘地，甘地觉得话
不投机，干脆不再搭话，一旁
织起棉花。

总体而言，蒋的印度之行
收效甚微，他后来在日记中反
省云：“此次来印，对于印度近
情，未能观测清晰，全凭英国
之宣传，以为英印间对于抗战
真趋一致也。又以准备不周与
印督方面以及尼赫鲁等各方
面联系与洽商绝无，故彼此
皆不接洽，以致误会与猜忌
之事丛生，此乃一生重大教
训之一。” 据《老年日报》

蒋介石因何访问印度

南宋战场上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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